
图说新闻

综合ComprehensiveComprehensive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00332020.04.14 星期二
本版编辑：田新元 Email：crdzbs@163.com 热线：(010)56805098

地方传真

□ 本报记者 邢纪国 马 霞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宁夏石嘴山市公安机关民警、

辅警默默坚守、无私奉献，不顾

自身安危，用最美“逆行”向疫

情宣战。

作为石嘴山市抗疫战线

上的后勤保障主力军之一的

警务保障人员，疫情期间全

力 以 赴 提 供 坚 实 的 后勤保

障，并创新警务保障方式：第

一时间研究部署成立应急保障

小组，确保各类保障工作“先行

一步，超前一分”；第一时间做

好各个执勤点消毒及防护物

资分发工作，确保了所有人员

不被感染；第一时间为一线战

友提供盒饭及各类方便食品，

做好分批错时用餐等工作，切

实做好全市2400余公安民警

辅警疫情保障工作。他们以

“疫”为令、全员上岗、各司其

职、日夜奋战保障一线，全面

落实内部安全防控措施，全力

保障全局战“疫”民警、职工、

辅警人身安全和疫情防控工作

有序开展。

双警伉俪携手战“疫”

在防控阻击战中，对石嘴

山市公安局警务保障处民警

张洪娟来说，2020年这个春节，

论忙碌，一点不比一线的战友

们轻松。作为战“疫”中的双警

家庭，张洪娟听从指挥、服从安

排，为更好地工作，将刚两岁

3 个月的小儿子送到父母家照

顾。小儿子长这么大还没有这

么久离开母亲，每天都哭着找

妈妈。张洪娟虽然心疼不已，

但也只能在晚上空闲时通过视

频哄哄儿子，第二天又精神百

倍地投入到工作中。

在防护物资紧缺的情况

下，张洪娟主要负责采购防护

物资，她发动身边一切资源，积

极对接公安厅保障部门，多方

联系市级相关部门企业，想方

设法整合力量调拨采购防护物

资，并做好记录、储存、分发等

工作。

张洪娟的丈夫郭志力是平

罗县公安局交巡警大队大队

长，疫情防控以来，他负责协调

平罗县内8个卡点的人员调配、

卡点设置和交通设施配备。父

母家离郭志力单位不到4公里，

但郭志力一直忙得没有时间回

去看望过。就是这样一对平凡

的双警夫妻，舍小家为大家，在

抗击疫情中奉献着警察的忠诚

与坚守。

夫妻共赴抗疫“战场”

疫情期间，参加过抗击非

典工作有着丰富警务保障经验

的56岁老民警王保全被抽调到

医学隔离观察点工作，其间他

和同事24小时在岗位驻守，全

力协助卫健等部门将观察点打

理得井井有条，不仅当好安全

员、保障员，还为出现抵触情绪

的留观人员做心理疏导工作。

作为“警医”家庭的王保全

和妻子马素芳都是石嘴山市惠

农区最美逆行者，积极奋战在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的第一线。他们互相支

持，鼓励打气，全力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提起自己的小

家，疫情面前的“钢铁战士”眼

眶却湿润了。面对来势汹涌疫

情，夫妻二人又身处一线，担心

把病毒带给家人，已经连续十

几天没有回过家了，更无法照

顾年迈的父母。

刚下病床就上“战场”

每天早上7点钟，食堂管理

员杨福建就早早来到餐厅，对

平罗县公安局全局民警一日三

餐进行安排，“做好消毒和清

洁，尤其是死角位置，保证饭菜

质量”“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先测

体温”……每天他先到食堂安

排好一日三餐后就急忙将备好

的饭菜送到设卡执勤民警的手

里，怕饭菜凉了，过饭点了，完

全忽略了自己是一个年近60岁

而且因为高血压、糖尿病、脑梗

和心脏病出院不久的人，孩子

说的“多休息，别累着”早就被

他丢在一旁。

警务保障室民警在编9人，

除生病和抽调的，能上班的民

警就4人，全局近千名工作人员

衣食住行全是他们和三名辅警

承担，听闻要安排民警到卡点

轮换执勤，杨福建二话没说，主

动报名。每日给卡点送饭，卡

点民警的辛苦和需求他都看在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护手霜、

餐巾纸在他的提醒下陆续配到

了一线民警手中。

据了解，自疫情以来，石嘴

山市全市公安机关后勤保障

部门为一线执勤民警辅警配

齐配全防护口罩113,691副、

防护手套 11,939 双、防护服

1232套、护目镜1673个、体温

自测仪116个、消毒液4929公

斤，鞋套 250 双，为抗击疫情

一线警务人员提供了有力的

安全保障。

此外，石嘴山市公安局陆续

对全市4个分县局、18个防控查

验站、25个隔离点、24个社区

工作点进行了慰问，购置方便

面、牛奶、火腿肠等慰问品

1000余份；为4个先进集体和

43名先进个人火线送奖；为49

个民警、辅警家庭送去慰问品。

在疫情防控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斗中，警保处全体民警、辅

警坚守岗位，勠力同心，默默奉

献，为全局民警、辅警提供最坚

实的后勤和物资保障，助力他

们在疫情防控一线一往无前、

奋力战“疫”。

本报讯 记者李振峰报道

记者近日从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发改委获悉，“十三五”以

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认真贯

彻落实《自治区足球中长期发

展规划》和《自治区足球场地

设施建设规划》，以足球场地

设施建设为抓手，不断补足城

市体育设施短板，推进自治区

足球运动和全民健身运动发

展，打造一批“十五分钟健身

圈”。“十三五”期间，已累计下

达中央预算内投资4.72亿元，

在全区建设211个社会足球场。

据悉，项目建成后，将实

现自治区所有县（市、区）社会

足球场地全覆盖，达到每万

人拥有 0.7 块足球场地设施

的目标要求。项目的实施，

将提升自治区足球运动整体

水平，推动自治区足球事业迈

上新台阶。

□ 本报记者 唐元龙 蒋良明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

风险挑战，四川省简阳市发改

局按照简阳市委、市政府“送政

策、帮企业、送服务、解难题”专

项行动方案，全面部署，迅速行

动，统筹抓好15个类别联络专

班的复工复产。截至3月底，全

市累计复工企业3340家，返岗

61,527人，复工率96.7%，返岗

率 94.8%，重点项目复工率

99.1%，建筑工地复工率100%，

简阳经济全面复苏，天府雄州，

春意盎然。

重点项目满负荷运转

4月3日，记者在简阳市重

点项目东来印象现场看到，工

地热火朝天，工人们正在加紧

施工作业，华西建设指挥部生

产管理部杨经理介绍，自2月

18日复工复产以来，他们严格

按照要求，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同

时，不耽误施工进度，3 月 10

日工地已经满负荷运转。预期

能全面完成2021年第31届世

界大学生运动会赛事场馆中体

育馆和游泳馆的交付使用。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简

阳全市228个续建项目已全面

复工，累计返岗26,746人，返

岗率97.3%。为追赶重点项目

进度条，该市强化“项目服务专

员+10个项目专班+8个问题会

诊解决专班”机制，“一对一”落

实228个续建类重点项目服务

专业人员，及时解决发现问

题。共梳理重点项目在工程物

资、防疫物资、用地、用工，运输

物流等8个方面89个问题，协

调解决84个；印发《关于应对疫

情全面支持企业复工复产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的通知》，积极争

取简阳农商银行提供100亿元

的资金支持，新入库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项目10个、资金27.4

亿元。截至3月26日，市属国

资公司备案融资80.93亿元，已

到位融资45.45亿元；优化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编发《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招标投标相关政策汇

编》，累计审批备案项目40个、

总投资55.21亿元，完成22个工

程建设项目开评标；积极深入项

目现场，对57个成都市重点项

目开展了全覆盖督查帮扶。

承建简阳申通快递项目工

地的浙江宏兴建设有限公司项

目生产经理王改革感叹说：“3

月2日复工复产以来，政府从各

方面为我们排忧解难，口罩、消

毒水等有求必应，确保了工地

施工的全面恢复，为我们赢得

了时间。”

工业企业步入发展正轨

“政府贷款3000万元，贴

息10万元，保险免征5个月，

1000多位员工便是230万元，

稳岗补贴10多万元，研发投入

政府又给了10万元。”在简阳港

通医疗，工程部经理杨超谈到

政府的给力支持，如数家珍，对

未来的发展，信心满满。在复

工复产管理上，港通医疗生产

管理部经理施文聪更是充满感

激，“政府不仅送来3000个口

罩，还落实酒精、体温枪、消毒

液等，给企业复工复产增添了

安全锁。”

工业类联络专班联络专员

深入生产经营一线，跟踪了解

企业防疫防控和生产经营情

况，及时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困

难和问题，精准优质高效服务

企业，确保防疫防控工作措施

落实到位、产业扶持政策落实

到位、促进企业发展举措落实

到位。3月，为新开元等 9户

企业落实防疫体系建设补助

资金10万元；组织帝欧家居、港

通医疗等20家企业完成临时电

费补贴申报；为企业复工复产

提供口罩 75 万只，解决用工

1200余个。

按照“建链、强链、补链”的

导向要求，简阳市努力推进产

业配套链、要素供应链、产品价

值链和技术创新链整体成势。

目前，辅正药业已与空天产业

功能区签订入园协议，川田机

械入园有序推进。加强与成都

市经信局对接汇报，着力推进

凯力威与龙泉驿区、青白江区

等地企业建立合作配套关系。

目前，全市937户工业企业已全

部复工，复工率100%。

服务行业助力消费回暖

随着疫情的缓解，住宿餐

饮等生活服务业也在稳步复

苏，截至3月30日，简阳市生活

服务企业复工率超过90%。

简阳羊肉地理标志产品——

马厚德全羊宴的负责人吴伟告

诉记者，新冠疫情对企业影响确

实大，但市政府又给了信心和力

量，天然气从3.33元/方降到了

2.65元/方，电费优惠5%，房租减

免1个月，争取把损失夺回来。

据了解，该市文旅类专班

为切实减轻服务企业的负担，

结合《成都市人民政府有效应

对疫情稳定经济运行20条政策

措施》制定了《简阳市关于有效

应对疫情稳定经济运行支持中

小企业发展的16条政策措施》

等扶持政策汇编和政策解读汇

编，发放全市400余家文旅企

业，确保企业清晰准确掌握政

策，用好政策。同时，努力引

导、帮扶服务业复工，方便群众

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需求。

记者看见，在餐饮业方面，

各大餐饮行业引导顾客分时、

分批、错峰进店就餐，顾客进门

要测体温、戴口罩，每位餐座间

隔距离不小于1米。该市的小

型餐馆、小吃店、快餐店已经全

面开放，街道上又出现了昔日

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

在助力农业复工方面，该

市也毫不松懈，奏响了农业复

工复产“春耕曲”。协同相关单

位开辟“绿色通道”，解决农业

企业产品运输不畅问题。通过

“农超”“农社”对接帮助企业

（农户）销售草莓757吨、鸡蛋

36吨、猪肉45吨、莴笋等时令蔬

菜5000余吨。协调金融机构与

企业开展融资对接，目前已协调

办理江源面业、跃得藤椒专合

社、徐立华合作社3个企业3笔

融资，共计金额350万元。

“ 疫 ”线 有 你 保 障 有 我
——宁夏石嘴山市警保部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纪实

“送帮送解”助经济全面复苏
截至目前，四川简阳市累计复工企业3340家，返岗61527人，复工率96.7%，

返岗率94.8%，重点项目复工率99.1%，建筑工地复工率100%

部长为首都播新绿部长为首都播新绿
2020年共和国部长义务植树活动

近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地块

举行。19年来，共和国部长义务植树活

动累计有部级干部3229人次参加，共栽

下树木3.8万余株。

（国家林草局供图）

本报讯 吉林省白城铁

路运输法院近日召开府院联

动会议，邀请白城市司法局、

白城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

白城市公安局等单位参会。

白城市司法局副局长

王嗣玉表示，对白铁法院工

作，府院联动机制有助于横向

沟通互联，方便及时反馈问

题，对各机关加强应诉工作有

积极意义，转变应诉心态起到

关键作用。今后，将行政首长

出庭率纳入绩效指标考核，引

导积极应诉，加强证据意识，

助力法治政府建设。

白城市公安局法制支队

长杜丽娜表示，此次府院联动

会议拉近了执法者与审判者

的距离，更有利于公安规范执

法，有效提升案件质量。

白城铁路运输法院党组

书记、院长宋立峰表示，建设

府院联动机制是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省高院及长铁中院

相关要求的重要体现，根据全

院扩大管辖范围改革以来数

据统计，与其他地区比较，白

城市市直行政机关败诉率高，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相对

较低，此次府院联动座谈会议

对于各家单位形成良性互动

提供契机，对于白城市法治政

府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王富栋 李诚昆 王春杰）

本报讯 安徽省马鞍山

市雨山区向山独立工矿区和

宿州市埇桥独立工矿区,作为

国家独立工矿区改造搬迁工

程试点，取得显著成效。两个

试点矿区累计实施改造搬迁项

目27个，安排补助资金12,568

万元，改造道路46.4公里，改

造水电气暖等基础设施管网

55.5公里，建设学校、医院、养

老等公共服务设施10个，搬迁

安置重大安全隐患区居民

1804户、5307人，打造接续替

代产业集聚区2个，治理恢复

矿山环境4600余亩，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向山独立工矿区打造大

宗固废新材料产业园，发展循

环经济，工矿区规上工业总产

值年均增速达到 15%左右。

埇桥独立工矿区打造循环经

济示范园，已入驻企业超过

380家，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70亿元。

向山独立工矿区棚户区

改造工程入选第四届中国民

生发展论坛“2016年民生示范

工程”，惠及1800余户7500多

人；举办“春风行动”专场招聘

会，开展就业援助服务，累计

帮助下岗失业人员和困难

群体再就业2000多人，新增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600

多人。埇桥独立工矿区多方

筹集资金，启动实施芦岭镇沉

陷区北王寨村和相王村搬迁

安置项目，惠及村民 911 户

3661人。 (陈 硕）

本报讯 记者邢成敏报道

近日召开的2020年湖南（春

季）乡村文化旅游节新闻发布

会传来信息：由湖南省文化和

旅游厅、益阳市人民政府主

办，益阳市文旅广体局、安化

县人民政府承办的2020年湖

南省（春季）乡村文化旅游节

将于4月28日~5月5日在益

阳市安化县举行。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高扬先在发布

会上介绍，近年来，湖南每年

分别举办春、夏、秋、冬四季乡

村文化旅游节，旨在依托主题

节会，积极推进全域旅游，引

领乡村旅游发展，走出了一条

乡村振兴之路。

本次湖南省（春季）乡村

文化旅游节是在全省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的

情况下，湖南省举办的首个大

型活动，旅游节将举办安化黑

茶网上开园节、梅王宴美食文

化品鉴、梅山茶会等七大主题

活动。

益阳市2019年接待游客

4299.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3.74%，增长速度全省排名

第一。

本报讯 记者武艳杰报道

记者近日从福建省发改委价

格监测中心获悉，该中心对全

省 9个设区市的价格监测显

示，3月份，福建城市居民服

务价格呈现稳中有跌的走势，

监测的43种城市居民服务平

均价格与上月相比（下同）38

平5跌。

交通运输服务价格稳中

有跌。监测的8种交通运输类

服务价格5平3跌。其中，受

新冠疫情和高速免费等因素

影响，全省平均省内线路中型

高一级道路班车客运票价由

0.37 元/人·公里下跌为 0.35

元/人.公里，下跌5.4%；跨省线

路大型高二级道路班车客运

票价由0.35元/人·公里下跌为

0.33元/人·公里，下跌5.7%。

居住物业类服务价格基

本稳定。监测的 9种居住物

业类服务价格 7 平 2跌。其

中，受国际油价下跌和福州、泉

州等城市价格调整影响，全省

平均民用管道天然气由3.71元/

立方米下跌为3.69元/立方米，

下跌0.5%。

吉林白城铁路法院建设府院联动机制

安徽实施独立工矿区改造试点项目27个

湖南将办（春季）乡村文化旅游节

福建省城市居民服务价格稳中有跌

新疆将实现县级社会足球场地全覆盖


